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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石岡壩及替代水源方案以回復大甲溪河相自然演變
陳樹群[1]* 張豐年[2]
摘

要

邱彥瑜[1]

鄭皓元[1]

石岡壩經集集地震抬升，壩址處成為河道不連續之遷急點，下游河段因土砂受攔阻，缺乏砂源，

沿河構造物頻繁受損，修復工程從未間斷；上游庫區則因嚴重淤積喪失蓄水功能，僅能調節發電尾水。雖然
藉由固床工等橫向結構物及庫區疏濬以維護石岡壩穩定供水，但仍無法阻止河床持續刷深之趨勢。藉由一維
動床數模可知，若維持現況，未來沖淤不平衡之情形將持續擴大，然若將石岡壩拆除則可使下游河段逐漸回
淤，河道連續性將復原。因此，建議政府啟動石岡壩拆除及替代水源規劃以恢復大甲溪自然河相。

關鍵詞：石岡壩、拆壩、河相演變、大甲溪。

Shigang Dam Removal and Water Storage Alternatives to Restore
the Dajia River Morphological Natural Evolution
Su-Chin Chen[1] * Feng-Nan Chang[2]

Yen-Yu Chiu[1] Hao-Yuan Cheng[1]

ABSTRACT After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the site of the Shigang Dam became a knickpoint in the discontinuous riverbed profile. Sediment became blocked by the dam, causing a lack of sediment supply that led to frequent
damage to th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ver downstream,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engineering repairs. For several years,
transverse structures such as groundsills were used, and regular reservoir dredging was performed to maintain the water
supply function. However, the river still appears unbalanced, with sediment deposition in the upstream and degradation
downstream of the dam. One-dimensional sediment transport simulation indicates that with the current layout the imbalance will likely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however, if Shigang Dam is removed, the downstream deposits will gradually return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 river will be restored.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administrators should start
planning for the removal of Shigang Dam to restore the morphology of the Da-Jia River to a natural state and arranging
for an alternative water supply.
Key Words: Shigang Dam, dam removal, river morphology evolution, Dajia River

一、前

言

然而過去建壩時甚少考慮對溪流生態環境之影響或不可避
免的壩體老化、維修與拆除問題 (Doyle et al., 2003)。隨著環

基於水力發電、防洪、灌溉、供水、航運和娛樂等需求，

境保育聲浪日漲，國際上拆壩的重視程度及實際案例越來越

數千年來世界各國一直以興建水庫和導水路來滿足發展所

多，Ding et al. (2020) 分析數個拆壩資料庫、過去半世紀內

需之水源 (WCD, 2000)。然而隨著工程強度與技術的增加，

共 3869 座壩之拆除數據，顯示出歐美以拆壩進行河川復育

壩體興建之規模也愈發巨大，並徹底地改變了河流系統與河

在進行之時間與數量上領先其他地區。美國迄今已拆除約

床演變規律 (Williams and Wolman, 1984; Schmidt and Wil-

1700 座大壩 (American Rivers, 2019)。歐洲則自 1990 年代

cock, 2008)。堰壩的興建多造成上下游隔斷，上游砂源無法

起至今陸續拆除了 3500 座堰壩或其他河川橫向結構物。最

輸送至下游，使得下游護甲層消失、岩盤出露，並持續被沖

常見之拆壩原因為河道不連續引發之生態危機，如美國

刷致使河道深槽化，進而可能造成堰壩下游橋梁、堤防損壞

Penobscot River 拆 除 Great Works Dam 和 Veazie Dam

或有安全影響之虞。同時堰壩攔截過多砂石，有效庫容不斷

(Holbrook et al., 2011)、日本球磨川荒瀨壩 (Young and Ishiga,

縮小，需經常清淤，亦成為財政與管理上之負擔。堰壩亦改

2014) 和法國 Sélune River 之 Vezins Dam (Forget te al.,

變了上下游之物理狀態及生物棲地環境、使其被切割成兩個

2018)。拆壩過程中當然不免遭遇其他如資源分配 (水權、發

不連續之河段，破壞了河流環境及生態系統 (Lerer and Scud-

電等) 及經費成本等問題，但最終都可透過各利害關係團體

der, 1999; Grant and Lewis, 2015)。

持續協調、成功推動。

1970 年至 1980 年代為全球建壩之高峰 (FEMA, 1999)，

台灣也有許多堰壩、水庫及防砂壩等橫向結構物阻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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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致使河流生態系統受損之現象，即使台灣水域生態議題起

值模式 HEC-RAS 評估拆壩對改善河床連續性之功效。

步較歐美日等國晚，然而既使不探討生態問題，亦已造成河
道土砂平衡破壞等現象。王筱雯等人 (2017) 提出一基於安
全、生態及經濟面向評估之壩體拆除決策流程。而 Wang and
Guo(2016)以台灣七家灣溪防砂壩為對象，探討拆壩後河相、

二、集集地震後石岡壩之困境
大甲溪石岡壩上下河段在集集地震後面臨許多困境主

遷急點，河床質之變化。近年來由於調整形防砂壩之研究及

要可分為以下幾點：

推廣，已使上游土砂不平衡現象出現轉機 (陳樹群等人，

1. 河道輸砂不平衡：

2016；陳樹群、邱渝方，2019; Chiu, et al. 2021)。但水庫、攔
河堰等大型橫向結構物仍持續對上下游河床演變、生態連續
性造成嚴重影響，其中以石岡壩最為典型。石岡壩於 1977 年
竣工，位於大甲溪中游，為大甲溪流域最下游之水庫。主要
功用為調節尖峰發電尾水與攔蓄河川之川流水，以提供台中
地區公共及農業用水。1999 年集集地震造成石岡壩壩址地
層隆起，導致右側壩體損毀，緊急修復工作於 2000 年 12 月
底完工 (中水局，2020)。雖然構造物能予以修復，然而地震
所造成之不可逆地形變形更使構造物影響長期河相演變，使
得本河段產生嚴峻之河道土砂不平衡，負面效應涵蓋生態系
統、構造物安全和管理成本等。水利署多年來不斷施作各種
工程方式以降低石岡壩導致之負面影響，然成效有限，環保
團體之拆壩聲浪卻不斷升高，學界對拆壩議題亦有正反兩面
之看法 (陳樹群，2020)。因此，本文以大甲溪和石岡壩為研
究對象，分析石岡壩河段經集集地震至今河床之變化以及對
沿河構造物所造成之影響，並說明現行因應對策之缺陷及可
能後果，及石岡壩現取水與蓄水之狀態及替代方案，並以數

石岡壩河段平面圖如圖 1 所示。車籠埔斷層經過壩體右
岸，而地表破裂帶的通過，使得石岡壩處垂直位移約達 11.2
公尺 (圖 2a)。地震改變河床坡度，使得壩體以上河段更為平
緩、以下河段更為陡峭，此河相遷急點 (knickpoint) 加劇了
河道演變的潛勢。儘管地震至今下游河段已建置數座固床
工、消能工、透水堰、護甲層料補充或混凝土鑲補及回填河
床等，企圖阻止向源侵蝕，彌平遷急點以回復自然河川之自
然現象。然比較 2000 年與 2017 年大斷面調查結果 (圖 2b)，
顯示未能阻止自然演變的趨勢，在石岡壩以下至后豐大橋處
平均約刷深 8.2 公尺、壩以上至長庚橋則約淤積 3.7 公尺，
石岡壩成為無法後退的不動遷急點，造成上下游之高程落差
顯著擴大。儘管治理單位已竭盡所能維持河道穩定，但仍無
法與自然力相抗衡。水規所 (2015) 計算，馬鞍壩至石岡壩
河段平均每年增加 40 萬方土砂淤積量，石岡壩至河口則每
年減少 25 萬方淤積量，顯示石岡壩控制點上下游土砂收支
之不平衡。

(修改自Google earth (2020)，斷層位置：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1 大甲溪石岡壩河段平面圖
Fig.1 Plan view of the Shigang Reach in the Dajia River

2. 沿河設施構造物之破壞：
輸砂不平衡對沿河之構造物及水利設施正常運作衍生
出許多問題、包含結構物 (堤防、橋梁、副壩等) 基礎破壞、
庫區淤積和取水口失能。Raudkivi and Ettema (1983) 將橋墩
沖刷分為三種：一般沖刷、束縮沖刷和局部沖刷。局部、束
縮效應使得水流於橋墩周圍之沖刷能力將比其他無落墩處
河床沖刷更為劇烈。橋墩多有局部沖刷的現象，但大都屬於

可承受範圍內之變化，然而由於石岡壩大量攔截土砂，下游
河川一般性沖刷極為嚴重，再加上橋墩長期的局部淘刷，沉
箱基礎裸露、橋梁穩定性大受影響，部分河段岩盤出露且受
沖刷，已到了不可逆之程度。從顯著影響之河段最末端之后
豐大橋談起，后豐大橋在 2004 敏督利颱風、2004 艾利颱風、
2005 海棠颱風及 2008 辛樂克颱風後反覆發生橋墩基礎損壞
(圖 3a)，甚至造成人命損失，迫使橋梁原地改建。而新山線
鐵路橋亦因橋墩基礎沖刷，經多次鋪設消波塊與保護工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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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 2011 年進行橋基換底工程 (圖 3b、圖 3c) 但河床仍

台中農田水利會灌溉取水功能亦受河床變遷影響，如葫

持續下降。舊山線鐵路橋下岩盤下刷 (圖 3d)，反覆施作保

蘆墩圳及內埔圳取水口均高懸於灘地上 (圖 3g)，導水路頻

護工，且於 2016 年進行橋墩基礎加固工程，然在 6、7 月豪

繁受損與維修 (水規所，2011a)。葫蘆墩圳取水口開鑿年代

雨間 P4、P5 橋墩相繼倒下。至於最接近石岡壩之埤豐橋段

在 1939 年於舊山線鐵道橋左岸，建石岡壩後，此取水口轉

(圖 3e、圖 3f)，由於岩層走向使流路偏左而易造成左岸沖刷，

為備用。然而河道快速下切，此備用取水口難以發揮功能，

且下切嚴重、岩盤裸露。為免沖刷危及壩體，故於壩前佈滿

取水口前已成為灘地，雖藉由新建導水堤向上游延伸取水，

消能設施、固床工或護坦等 (水規所，2011b；中水局，2018)。

臨水側保護工仍頻繁遭水流沖毀。而內埔圳取水口，因河道

然而，石岡壩下游之副壩卻難以維持安定，混凝土塊頻繁破

持續下刷而無法取水，曾數度往上游遷移。1998 年取水口移

損，在 2005 年至 2017 年之間經歷了 9 次以上之修復工程。

至新山線鐵橋上游，與新山線鐵路下方固床設施共構，2008

而埤豐橋亦因橋墩附近快速淘刷曾展開補強工程，然面臨缺

年辛樂克颱風期間內埔圳導水路損壞斷裂 (圖 3h)，於 2009

乏泥砂含量之餓水沖擊 (hungry water effects, 指河川缺乏輸

– 2010 年間進行復建修復，現新導水路需半年以重力取水，

砂量供應時，河川發生清水沖刷效應)，2008 年時被列為危

半年以抽水方式供灌。

橋，2014 年進行橋墩基礎加強，深槽橋墩基礎深度仍有不足

而石岡壩上游沙連溪與大甲溪匯流處則因壩體抬升而

之虞，現台中市政府正規劃改建工程 (中水局，2020)。整體

加速淤積，致排水不佳、水患不斷，導致石城護岸新建及延

而言，由於石岡壩阻攔泥沙，致使下游河段須不斷施作固床

伸、排水系統經常性清淤等工程，2009 年莫拉克颱風甚至淹

工對橋梁進行保護，4 座橋梁下底床高程於 1999 年至 2017

水高達 2 m，至今長庚橋右岸之石城地區至今仍反覆受淹水

年間仍下降了 5.4 – 8.5 公尺 (圖 4)。

之擾。

資料來源：水利署大斷面測量資料

圖 2 集集地震前後及現今之 (a) 谿線高程及 (b) 谿線高程差 (2017–2000)
Fig.2 Longitudinal profiles (a)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chi earthquake, and (b) the elev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2000
and present (2017–2000)

3. 蓄水量減少
台灣由於高山陡坡、地震頻繁、岩性易蝕和強降雨的影
響，因此坡面年沖蝕率高達 3 – 6 mm/y，大甲溪的年下刷率
則為 10 mm/y (Dadson et al., 2003)。台灣河流的年平均產沙
量高達 20,000 t/km2/y，大約比全球平均水準高出百倍 (Li,
1976)。石岡壩屬於在槽水庫，竣工設計總蓄水量 270 萬立

方公尺，集集地震後修正總蓄水量為 240 萬立方公尺。然由
於庫區淤積，現況 (2018 年) 有效庫容約 145 萬立方公尺
(水規所，2020)，僅為原設計庫容的一半，且淤砂現象持續
惡化。由於設計之排砂道有效寬度不及河道之 1/20，只具防
止進水口前淤砂之用，無法排除庫區淤砂。因此，石岡壩管
理單位須定期以人工清淤方式維持蓄水庫容 (水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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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圖 5a 統計 2006 年至 2019 年石岡壩淤積濬渫之成

所提供之容量，洪水時閘門完全打開以排洪，該庫容區間僅

果，平均每年約需清淤 15.1% (36 萬立方公尺) 之計畫有效

具調水作用。即或有效庫容為 145 萬立方公尺，然根據 2017

蓄水量，以維持石岡壩營運。Mahmood (1987) 估計全世界

年之資料顯示 (圖 6)，實際上 50%時間之蓄水量僅為 22 萬

的水庫每年受泥沙影響減少之蓄水量約為 1%。而石岡壩之

立方公尺、90%之時間低於 52 萬立方公尺、99%之時間則低

每年清淤量遠高於此值，可見維繫石岡壩庫容之不易。

於 83 萬立方公尺。目前主要功能為調節馬鞍壩後池堰 (位

雖說石岡壩仍有一半之有效庫容，然事實上庫區自閘門
以下已近乎淤滿 (圖 5b)，完全喪失蓄水功能。所謂有效庫

於石岡壩上游約 16 km) 發電尾水，雖仍有穩定取水之用途，
但另尋求替代之蓄水空間並非難事。

容僅為堰頂 (高程約 270 m) 至閘門中線 (高程約 274.5 m)

(a) 后豐大橋 (舊) 2008.09.18

(b) 新山線鐵路橋 (橋基換底前) 2008.10.26

(c) 新山線鐵路橋 (橋基換底後) 2018.04.13

(d) 舊山線鐵路橋 2019.12.12

(e) 埤豐橋 (2005年補強工程) 2005.01.30

(f) 石岡壩下游 2019.12.12

(g) 葫蘆墩圳舊取水口高懸 2010.05.30

(h) 內埔圳新取水涵管多次破損 2003.07.17

圖 3 沿河構造物受河相變化影響之情形
Fig.3 Photos of structures along the river affected by the varying river-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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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后豐大橋

(b) 新山線鐵路橋

(c) 舊山線鐵路橋

(d) 埤豐橋

圖 4 石岡壩下游橋梁斷面歷年沖刷情形
Fig.4 Bed erosion of cross-sections in downstream reach of Shigang Dam over the years

(a) 石岡壩歷年淤積濬渫比例

(b) 石岡壩水庫標高-面積-容積關係圖
資料來源：(a) 水利署，水庫淤積濬渫執行成果 https://www.wra.gov.tw/News_Content.aspx?n=2945&s=7398；(b) 中水局 (2017)

圖 5 石岡壩庫區容積及疏濬量分析
Fig.5 Analysis of the storage volume and the yearly dredge percentage in the reservoir of Shigang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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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壩疏濬泥沙以補充護甲層料源、(2) 倚靠大量硬體工程措
施；前者於水規所 (2011b) 中編列 108 億新台幣經費進行每
年約 31 萬立方公尺之護甲層回填 (共計規劃 5 年度) 以減
緩持續下刷。然前者因坡陡而淤砂細，僅辦理一次補充護甲
層料源 10 萬立方公尺，最終不耐洪水侵蝕，而不再辦理。
後者則經不斷興建固床工、拋鼎型塊、整修護坦、靜水池以
期能安定保護對象，但僅能減緩沖刷速度，不見具體成效。
因此在斯有方案均未能治本解決石岡壩之問題下，為避
免石岡壩一次性損壞導致無水源替代之風險，應規劃尋求水
資料來源：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石岡壩管理中心

源替代方案。水規所 (2020) 於是定義「石岡壩多元取水系

圖 6 石岡壩全年度各小時蓄水量分布比例 (採用 2017 年

統」為：「在穩定供水前提下，以環境友善為導向，改造石

資料)
Fig.6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amount of storage in Shigang Dam (from data of
2017)

岡壩地區取水系統，逐步恢復大甲溪河川營力 (輸砂連續性
及自然流態)，降低河道影響，最終達到水資源合理利用與環
境永續發展目標」。然「穩定供水」逐漸成為逃避拆壩議題
的擋箭牌，以環境友善為導向更是遙不可及。

4. 魚道功能喪失

基於石岡壩每年功能已非原設計 270 萬立方公尺的蓄

石岡壩震後重建時於右岸增設水池型階段式魚道一座，

水，且每年 99%之時間也僅使用 83 萬立方公尺之庫容，洪

然而在設計時須考慮四大要素，如水位差、流量、隔板間距

峰時期因濁度飆高更是無法使用，因此尋找替代方案已大為

及坡度。然石岡壩之魚道整體系統因魚道之出口位於石岡壩

可行。審視水源利用之現況 (圖 7)，石岡壩現為大甲溪水源

蓄水區之底部，因設置攔污柵而缺乏清理的機制，加上該處

運用樞紐，主要攔蓄上游電廠發電尾水與常流水，並利用石

為易淤積泥砂及垃圾之洄流區，故魚道出口處易因雜物而堵

岡壩第一進水口取水，將水流藉由南幹渠引至豐原淨水廠以

塞。水庫蓄水水位提高將使水流流速提升，導致物種無法藉

供台中地區公共給水 (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根據水規所

由魚道順利通過。此外副壩上、下游因坡陡流急，且建有大

(2020)，其中第一淨水場設計出水量 40 萬 CMD、第二淨水

量固床工，造成生態棲地連續性之阻隔，使生物無法順利到

場設計出水量 60 萬 CMD。於颱洪時期大甲溪水流濁度提

達魚道入口，僅有攀爬能力較強的魚類如台灣爬岩鰍等可以
上溯，顯見石岡壩對生態連續性之阻礙。
水利署為保護石岡壩 (中水局，2020)，將於下游副壩至
埤豐橋間再興建兩座大型固床工 (高 8 公尺，實為防砂壩)，
雖兩座固床工均配置魚道，但卻分別設計於左、右岸，一左
一右洄游路徑不佳，將使魚類更加無法使用，本河段之高程
落差、裸露岩盤、過多的固床工等造成魚類通行阻礙、魚道
維管及效益問題，不穩定之河相亦使得魚道系統性設計困
難，同時，若固床工淤滿後，魚道功能也將完全喪失。

三、穩定供水之替代對策

高，現改以鄰近之食水嵙溪作為備援水源，其中包含八寶圳
上游圳路取水 (設計取水量達 4 m3/s，約 35 萬 CMD)與白冷
圳伏流水 (設計取水量達 2.589 m3/s，約 22 萬 CMD)，以維
持正常供水。此備援量若再配合新設調節池，及兩岸舊有之
取水口，將可替代石岡壩穩定供水。公共蓄水調節池可能地
點如：馬鞍後池堰新增第三池、東勢右岸比鄰河川區、土牛
運動公園或行水區內等) 和強化農業取水口，如內埔圳、葫
蘆墩圳、八寶圳及白冷圳等 (水規所，2020)，以新系統取代
石岡壩之工程，另配合汙水再生、食水嵙溪伏流水等，可作
為壩體拆除後穩定供水之對策。

四、拆除石岡壩對河床影響

集集地震時石岡壩受損嚴重，然因民生用水需求之迫

通常穩定的河相易於管理，河流自然發育，短期受洪水

切，時空背景下決定緊急修復並規劃替代計畫，故後有八寶

衝擊改變影響，也可慢慢恢復或靠管理維持河床安定、動態

堰等之推動。震後石岡壩於同年 12 月 15 日恢復引水 (在此

平衡，如圖 8 線 a 所示。然而在建壩又經歷地震抬升後，石

之前以鯉魚潭調度、食水嵙溪備援應變)，而替代計畫難免受

岡壩河段則具有發展成圖 8 線 b 之趨勢，受洪水影響持續惡

反對聲浪，隨石岡壩修復而驅動力降低，未積極推動。經年

化。現況之經營方式期望以人為介入改善其趨勢，然只能造

累月來河床因缺乏砂源而導致構造物受損或河床淘刷、河相

成局部且短期穩定之影響，如圖 8 (c1) 線，延緩河床下刷趨

劣化，而本身庫容也已劇減，僅有調節供水之功能，而無蓄

勢，但整體河相與 20 年前差異已甚大。而若拆除石岡壩使

水功能 (陳樹群，2020)。由於目前仍兼具大台中地區公共給

河川得以復育，則可朝線 c2 發展。圖 8 中 (c1) 線與 (c2)

水之目的，因而無法立即廢除，然經多年嘗試仍尋無完善之

線，即為石岡壩線所面臨之選擇路線分岐，而可分別以烏溪

保護對策。

流域之廍仔溪與大甲溪梅子鐵橋下游河段作為驗證，平面位

過往之保護對策及河道穩定措施主要分為：(1) 配合石

置圖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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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自：水規所 (2018)

圖 7 石岡壩現況供水系統示意圖
Fig.7 Water supply system of Shigang Dam

上游約 1.5-3.3 公里處為梅子鐵橋下游河段，斷面 41 處垂直
位移達約 15 公尺，形成一遷急點，如圖 12 所示。地震雖對
河床造成巨大形變，然而河床坡度陡峭，使該河段沖刷能力
提高，遷急點隨時間自然演化，於 2005 年後逐漸消失。斷
面 43 處原受地震抬升 10 公尺，現已恢復至與震前僅差 1 公
尺。而下游斷面 41 處在 2005 年恢復至與震前差 6 公尺，然
受壩對上游之淤積效應限制，至今維持在此高程。
圖 8 人為與自然對河相演變影響之示意圖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on river-morphology evolution

國際上拆壩後使得下游河床或海岸地貌改變之案例不
勝枚舉 (Gelfenbaum et al., 2015; Warrick et al., 2015)。例如，
美國華盛頓 Elwha River 上的兩座壩：Elwha and Glines Canyon Dams，建於 1912 年和 1927 年，於 2011 年動工拆除，

1. 不拆壩之情形─以廍仔溪為例

拆除後五年內使河流多流出了 2000 萬噸之壩後沉積物，成

石岡壩前之河床軟岩裸露，副壩、固床工等頻繁毀損，
如不拆壩其後果可以烏溪流域之廍仔溪為借鑑。以廍仔坑橋
為界點 (圖 9)，上游屬山坡地，因坡度影響，溪床易受沖蝕，
故歷年來在其上建多座連續防砂壩以穩固河床，2001 年至
2019 年共計有 53 件治理工程。地質與大甲溪石岡壩段類似，
多為砂頁岩互層之結構。其中，位於 4K+560(以廍仔坑橋起
算) 之防砂壩 A 即為一壩前溯源沖刷至毀損之案例 (圖 10、
圖 11)。防砂壩 A 上游約 560 公尺處有另座防砂壩 B，其上
尚有數十座防砂壩攔截大量土砂，至使河道砂源不足；下游
距 600 公尺外亦設有多座連續固床工，試圖控制河床、防止
淘刷。但因土砂長期不平衡且日益加劇，終使防砂壩 A 於
2020 年初崩歿。儘管廍仔溪防砂壩之經濟價值不若石岡壩，
處境似為石岡壩未來之縮型。

功保護了原為侵蝕狀態之河口海岸線 (Warrick et al., 2019)。

2. 無壩 (或拆壩) 之情形─以梅子鐵橋下游段為
例
集集大地震後，石岡壩上游河道不均勻抬升，距石岡壩

由於國際上的經驗，拆除石岡壩可預期將對下游河道之
沖蝕趨勢有顯著之改善。為分析拆除石岡壩對該河段河床變
化之影響，本研究採用 HEC-RAS 一維動床數值模擬三種方
案：(1) 零方案 (維持現狀)、(2) 降低壩體 3.6 公尺 (至與排
砂道同高程) 及 (3) 拆除壩體 (降低壩體 10 公尺)，並比較
三種方案在經歷多場洪水組合後其河床沖淤變化。地形資料
使用 2017 年之大斷面測量資料，長期模擬採用重現歷史組
合洪水以作為未來多年之洪水事件，考量資料齊全性，採用
2004 年至 2013 年 10 年間最大之五場颱洪事件，如圖 13 所
示，包含敏督利、辛樂克、莫拉克、蘇拉及蘇力之洪水事件
計 250 小時並重現兩次 (共計250

2

500 小時)，約可代

表 20 年之颱洪事件。其中蘇力颱風尖峰流量 6692 m3/s 已超
過石岡壩址 2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 6200 m3/s，其餘模擬條件
可見表一。
三方案之河道谿線變遷數值模擬結果如圖 14 所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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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呼應了圖 8 中 (c1)、(c2) 兩路線，在舊山線鐵路橋至長庚
橋之間，三種方案具有顯著之差異。在舊山線鐵路橋至石岡
壩之間，零方案仍有 2–5 公尺之沖刷，而降壩方案則約有 3–
5 公尺之淤積，拆壩方案則約為 5–7 公尺之淤積。至於石岡
壩以上至長庚橋段，由於此段坡度平緩，零方案將持續淤積，
而拆壩方案則呈現沖刷。又如圖 15 所示，拆壩方案石岡壩

址上游之高程落差將隨洪水過程逐漸趨緩，石岡壩址下游河
道淤積趨勢將隨時間由石岡壩前推進至舊山線鐵路橋，石岡
壩後則將有微幅之沖刷。總體而言，拆壩方案對於河道之連
續性將有顯著之提升，壩前軟岩裸露處有機會藉由淤砂重建
護甲層，沿河構造物 (堤防、橋樑) 之基礎亦將免於淘刷。

表 1 HEC-RAS 模擬條件
Table 1

Appendix Table 1 Details of HEC-RAS mobile bed simulation
項目
模擬範圍
地形資料
模擬事件
含砂濃度
下游邊界
床質粒徑
曼寧n值
輸砂公式

說明
大甲溪大斷面-1 (河口) 至大斷面39 (石岡壩蓄水範圍上游與沙連溪匯流口)
第三河川局2017大斷面測量資料
敏督利、辛樂克、莫拉克、蘇拉及蘇力之組合洪水
白鹿橋流量-含砂量率定曲線
大甲溪河口，採正常水深 (normal depth)
100年度大甲溪河口至天輪壩大斷面測量-測量成果報告 (2013)
大甲溪治理規劃檢討報告 (天輪壩至河口河段)(2010)
Ackers-White
零方案：閘門處假設洪水期間閘門全開
方案說明
降壩方案：假設溢洪道底檻高程調降3.6 m “(與排砂道底檻高程EL. 296.4 m同高)”
拆壩方案：完全拆除10 m高之石岡壩
*白鹿橋站約位於石岡壩上游25.5 km處

圖 9 廍仔溪與防砂壩 A (4K+560) 平面位置圖
Fig.9 Locations of the Buzi Creek and Check Dam A (4K+560)

圖 10 廍仔溪歷年谿線高程圖
Fig.10

Longitudinal profiles of Buzi Creek channel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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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防砂壩 A (4K+560) 損毀之現場照片 (左：2020.04.14、右：2020.05.05)
Fig.11

The destroy of Check Dam A (4K+560)

圖 12 梅子鐵橋附近河段於集集地震前後河床逐漸復原之演化情形之 (a) 谿線高程及 (b) 谿線高程差
Fig.12

(a) Longitudinal profiles of the river reach near the Meizih Bridge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chi earthquake, and
(b) the elevation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chi earthquake

圖 13 採用之洪水事件，重覆兩次共計 500 小時。(2004 年至 2013 年 10 年間最大之五場颱洪事件)
Fig.13

The hydrograph of adopted flood events which repeat twice in total 500 hours (the largest 5 typhoon events
during 200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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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HEC-RAS 一維動床數模分析三方案河道谿線變遷
Fig.14

The thalweg comparison among three cases analyzed by HEC-RAS

圖 15 HEC-RAS 一維模擬拆壩方案隨時間河道谿線變化
Fig.15

The change of thalweg with time in dam removal case analyzed by HEC-RAS

五、結

論

般發生一次性損壞，將造成大台中地區無水源替代之風險。
反之，應以梅子鐵橋下游河段之自然演變為參考，積極

堰壩破壞河相與生態為全世界已開發國家近年積極檢

尋找替代水源並拆壩使河川得以自然復原，方能解決長期之

討之課題，本文以台灣最具爭議之石岡壩為對象，分析集集

河相惡化問題。本文以 HEC-RAS 一維動床數值模式為工具，

地震後大甲溪石岡壩對河相演變之影響。從歷年之斷面資料

分析維持現狀 (零方案)、降壩 3.6 公尺及拆壩三方案，結果

可看出地層抬升後，河道具有輸砂不連續，加重壩前沖刷、

顯示，零方案將使舊山線鐵路橋至石岡壩河段持續沖刷、壩

壩後淤積之趨勢，進而導致多年來石岡壩以下橋梁受損、壩

後持續淤積；而降壩方案能小幅改善下游之沖刷趨勢 (經組

前嚴重淘刷、農業取水口懸高而無法取水、庫區淤積且無蓄

合洪水可回淤平均約 3.2 公尺)；拆壩方案則能大幅恢復舊山

水作用及魚道功能喪失之窘境。為穩定供水及因應以上問

線鐵路橋至石岡壩河段河床高程 (回淤平均約 5.8 公尺)，使

題，治理單位現今之對策為以工程介入 (包含安定河床之消

大甲溪河道連續性得以復原。回歸自然，完成河流演化之過

能工、不斷遷移取水口或庫區清淤並作為下游護甲層補充

程，是最為理想之方案。本研究並非建議立即拆除石岡壩，

等)，短期雖能維護石岡壩、延緩河床下切，但長期仍無法抵

然必須啟動拆壩之規劃作業及積極另覓穩定供水之替代場

抗水力對河相之影響。一旦大甲溪石岡壩類似廍仔溪防砂壩

域，方能在穩定供水及穩定河床上達成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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